
 

欢迎来到 GNEM-DMP！ 
欢迎阅读第五期 GNE 肌病监测计划（GNEM-DMP）通讯，感谢您持续支持和参

与 GNEM-DMP。我们的通讯为您提供关于 GNEM-DMP 的定期更新，以及关于 

GNE 肌病的科学知识更新。我们欢迎您对本期通讯给出意见和建议。 

本期通讯的内容 

• 3 期 Ace-ER（醋纽拉酸缓释片）临床试验完成招募 
 

• GNEM-DMP 登记情况的更新 
 

• GNE 肌病患者倡导活动——当天活动情况的更新 
 

• Ultragenyx 患者倡导——推出新网站 

 
• 患者倡导峰会：“让我们来谈谈肌病”——西班牙巴塞罗那 

 
• Remudy——肌营养不良登记库（日本） 
 
• 参加者的故事：“我迄今为止的旅程”——Yuriko Oda 

若想参加 GNE 患者登记，请访问：www.gnem-dmp.com 

了解 GNEM-DMP 的详情，请联系：HIBM@treat-nmd.eu 

要进一步了解 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Inc.，请访问：www.ultragenyx.com/patients/gnem 

了解 TREAT-NMD 的详情，请访问：www.treat-nm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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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 Ace-ER（醋纽拉酸缓释片）临床试验宣布完成招募。 
 

我们很高兴宣布，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Inc. 已完成“在 GNE 肌病（GNEM）或遗传性包涵体肌病（HIBM）患者中评估醋

纽拉酸的 3 期随机分配、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的招募 (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377921)。这是作为 GNE 肌病

的潜在疗法开发醋纽拉酸（ACE-ER）的决定性研究，将持续大约一年。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Inc. 已成功在美国、加拿

大、英国、保加利亚、法国、意大利和以色列的试验中心招募 89 人。这些参加者预计将在 2017 年夏天完成试验。 

我们想借此机会感谢参加试验的人，还有为国际患者登记库（GNEM-DMP）提供支持的人，该登记库对提高认识和凝聚社会起

到了关键性作用。 

登记情况统计资料 
图 1：GNEM-DMP 参加者的全球分布 截至 2016 年 7 月，已有来自 28 个不同国家的 

247 位参加者（图 1）加入 GNEM-DMP 登记库。
左图显示了各大洲的参加者分布情况。其中六个
国家（分布于四个不同大洲）占所有登记库参加
者的  81%——美国、英国、伊朗、意大利和印
度。 
 
登记库参加者的平均年龄为 41.3 岁（年龄范围为 
21 岁至 72 岁）。大多数参加者年龄介于 30-39 岁
之间（图 2），但到目前为止整个登记库已包含各
个年龄段的参加者。 

图 2：各年龄段的男/女参加者分布 GNE 肌病及其在 GNEM-DMP 参
加者家族中的患病率 
在 GNEM-DMP 登记库参加者完成的首份问卷中，

其中一部分需要您向我们再提供一些您的家人的 

GNE 肌病信息。我们询问参加者“是否还有其他家族

成员确诊此病？”，以更好 
 

地了解该疾病的发生率，同时让所有人有机会加入 

GNEM-DMP。我们还希望了解世界各地人们的经

历，以及了解疾病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何影响。 

在对这个问题回答是的人（32.2%，图 4）中，超

过一半告诉我们，他们知道还有一名家族成员确诊

为患有 GNE 肌病，并且 32% 的人表示他们知道还

有两名家族成员确诊。分析其他回答后发现，一位

受访者表示知道还有七名家族成员确诊为患有此疾

病。 
 

在确诊的家族成员中，有 54.1%（图 3）与参加者

是姐妹，而 32.8% 是兄弟。此外，6.6% 表示自己

的一位第一代堂/表兄弟姐妹也被确诊为患有 GNE

肌病，剩余的 6.6% 的其他回答是其他家族成员。 

根据登记库所输入的数据得出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

理解：兄弟姐妹是最有可能也患上肌病 GNE 的家

族成员。这是因为这种疾病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这是指父母通常没有患病（携带者），但可将 GNE 

基因的缺陷拷贝（突变）传给其患病子女。 

图 3：被认定为已确诊 GNE 肌病的家族成员 
图 4：对登记库问题“是否还有
其他家族成员确诊此病”的回答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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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E 肌病患者倡导网络活动 

2016 年 3 月 16 日在法国里昂召开的肌学会议上，众多专家

患者倡导组织齐聚一堂，分享对 GNE 肌病患者需求的认识

和了解，并帮助开发网络，从而使更多的倡导组织得以建立

联系并参与对患者及其家属的支持工作。 

 

该会议由来自巴黎  Centre de Reference de Pathologie 

Neuromusculaire 的  Anthony Behin 博 士主 持 ， 来自 

Institute of Myology 的 Andoni Urtizberea 博士也出席了会

议。以下患者倡导组织派出代表出席了会议：法国 AFM 

Telethon、英国 Muscular Dystrophy、荷兰 VSN，以及西

班牙  ASEM Federacion 和  Ana Carolina Diez Mahou 

Fundacion。下面的人在下午的会议上作了介绍： 

 

Behin 博士介绍了当前对 GNE 肌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及其

遗传影响的了解，尤其是 GNE 肌病在许多国家仍然非常罕

见，而在日本、中东、印度、罗马和保加利亚存在一些集聚

现象。他强调更好地了解不同国家的流行病学和疾病史是至

关重要的；强调了 GNE 肌病登记库的重要性。 

英国 Muscular Dystophy 的首席执行官 Robert Meadowcroft 讨

论了科室和家庭之间的统一服务对每个神经肌肉患者的福祉的重

要性。他讨论了患者团体可以如何通过亲身了解个中挑战的患者

提供同伴支持，以结合利用科室提供的信息和建议。 

 

来自 Patient Centered Solutions 的 Maryze Schoneveld van 

der Linde 讨论了良好的国际患者网络对往往并非在每个国家都

有特定疾病患者组织的罕见疾病的重要性。她举例分享了自己参

与特定国家的神经肌肉组织 VSN 以及针对其病症成立国际协会

的经历。她分享了  GNE Myopathy International (www.gne-

myopathy.org) 能够为 GNE 肌病患者提供资源和支持。 
 

来 自 意 大 利  GNEM 患 者 倡 导 支 持 组 织 

（ Italian GNEM Patient Advocacy Support Group ） 的  

Valeria Pace 发 来 了 令 人 感 动 的 视 频 消 息 ， 这 可 在 

(www://drive.google.com/openid=0B9WbnySs8jnec09iaUpxc2I1NnM) 

观看。Valeria 解释了情况相似的家属和患者能够如何与神经肌

肉患者倡导组织建立联系，本次会议为 GNE 肌病患者开启了未

来的合作方式。 

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推 出 了 一 个 全 新 网 站 

[www.ultrarareadvocacy.com]，致力于帮助罹患罕见疾病的

所有患者。 

Ultragenyx 的患者倡导团队热衷于为受罕见和极罕见疾病影

响的患者、家属和看护者提供教育和支持。通过该新网站，

您可以找到有用的资源，听取其他患有罕见疾病的患者的意

见，以及进一步了解 Ultragenyx 对罕见疾病患者群体的承

诺。 
 

该倡导团队与患者组织合作，了解患者的意见，并向反映公

司患者意见。他们努力为其服务的群体提供有用的信息、教

育材料和资源。这些信息也有助于指导 Ultragenyx 的临床开

发计划。 
 

请注意，Ultragenyx 不提供医疗咨询。如果您对自己的健康

状况有具体问题，请咨询您的主治医生。 

为 GNE 肌病筹款 
 

GNE 群体的一名积极成员及其朋友和家人当前正在为支持 GNE 肌病而筹款，为此他们将在未来几个月接受多项挑战。您可通

过以下网站进一步了解这些筹款机会以及如何捐款： 

 伦敦铁人两项：www.justgiving.com/crowdfunding/MonaPatel-GNEMyopathy 

从伦敦骑车到巴黎：www.justgiving.com/crowdfunding/sat-sa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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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倡导峰会： 

“让我们来谈谈肌病” 

——西班牙巴塞罗那 
 

2016 年 10 月 1 日，Ultragenyx、ASEM 和 Ana Carolina 

Diez Mahou Fundacion 将在巴塞罗那主办患者倡导峰

会。 
 

这个为期一天的专题讨论会将把为神经肌肉疾病患者

（尤其是成人发作性肌病）提供支持的独立倡导组织与 

GNE 肌病患者聚集在一起，以帮助了解成年肌病患者群

体中需求未得到满足的领域。 
 

此活动已结束登记，但当天活动的最新情况将包含在下

一期 GNEM-DMP 通讯中。 

pharmaceutical 

Ultragenyx  

患者倡导 

让我们来谈谈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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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udy——肌营养不良登记库（日本） 
作者：En Kimura，日本国家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心（NCNP）Remudy 经理 
 

Remudy-GNEM 登记库 (www.remudy.jp) 是在 2012 年启动的 GNE 肌病国家登记库，由日本国家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心管

理。此登记库采用针对杜兴肌营养不良（DMD）和脊髓性肌萎缩（SMA）的 TREAT-NMD 患者登记库的格式，包含一个患者

自报登记库。每个登记项目在录入 Remudy-GNE 肌病登记库前，均须由主治医师验证，再由医疗和基因专业人员复查。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已有 176 名 GNE 肌病患者进行登记，并且登记者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到目前为止，此登记库所收集的数据

已应用于一项可行性研究（对一项拟议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该项目旨在评估 GNE 肌病患者对所使用的电子装置的选择情

况），还已用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招募。 
 

Remudy 现今由 Madoka Mori-Yoshimura 领导。登记库团队很高兴与 GNEM-DMP 合作，这样就可以合并我们双方的匿名数

据。合并匿名数据集将创建一个强大的数据集，这将帮助我们所有人推进 GNE 肌病治疗的临床开发。 

通过 Remudy 登记库收集的数据已进行深入分析，并于 2014 年发表在标题为 "Nationwide Patient Registry for GNE myopathy 

in Japan"（日本 GNE 肌病全国患者登记库）的论文中。Dr En Kimura 博士在下面为我们提供了其研究结果的简要概述。 

Mori-Yoshimura M, Hayashi YK, Yonemoto N, et al. (2014)  

Nationwide patient registry for GNE myopathy in Japan.  

Orphanet J Rare Dis 9:150  

摘要 

宗旨和目标：本研究旨在（1）建立一个全国性 GNE 肌病患者
登记库，以促进临床试验的规划和候选人的招募；（2）进一步
深入了解该疾病，以改善其疗法和诊疗护理。 

需要获得每名患者的原始基因分析报告的副本。 
 

结果：我们成功建立了 Remudy-GNE 肌病登记库。目前，全

国范围内已有 121 例患者进行登记（仅日本）。来自 73 家医

院的近 100 名医生与登记库管理者共同合作以建立登记库。登

记库数据的人口统计资料分析显示，发病的平均年龄为 27.7 

(+/- 9.6) 岁；在所有登记患者中，有近 20% 的患 (24/121) 表

示能够独立行走。在首次发现症状后，患者在平均大约 12 年

后开始使用辅助装置，15 年后开始使用轮椅，20 多年后无法

离床活动。在有特发性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减少导致出血机会

增加）既往病史和/或并发症的 3 名患者中，观察到异常的伴

随症状。为分享这项研究的进展，我们定期发布了通讯，其中

包括由 Nobel pharma 在日本申办的新的 GNE 肌病 I 期临床试

验的信息。这些通讯还充当了一种媒介，让人们重视为无法走

动的患者评估呼吸功能和治疗呼吸功能不全。 

 
 

结论：日本 Remudy-GNE 肌病登记库是增进对此疾病自然史

的了解和为临床试验招募  GNE 肌病患者的有用工具。 

www.ncbi.nlm.nih.gov/pmc/ articles/PMC4203883/ 

方法：对国家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心（NCNP）国家中心医
院的 GNE 肌病患者（已在基因水平确诊）的病历进行回顾性审
查，以获得反映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的数据。我们还参考了肌
营养不良登记库（Remudy）中的抗肌萎缩蛋白病患者全国性
登记库数据表中的数据项。入选登记表的数据项包括年龄、性
别、发病年龄、既往病史和并发症、家族史、体重和身高、肌
肉活检病理结果、握力、行走能力、呼吸功能、心脏功能、加
入即将开展的临床试验的意愿，以及患者协会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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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riko Oda——我迄今为止的旅程 
 

编者撰写的简介：Yuriko Oda 是日本患者组织“远端肌病患者协会”（Patients Association for 

Distal Myopathies，PADM）的主席，也是 TREAT-NMD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Yuriko 是 YouTube 

社区的活跃会员，她建立了自己的频道  (www.youtube.com/channel/UCHPYy4tcfXzKCa-

P0h5u49Q)，并在其中上传了一系列视频（英文字幕）。这些视频着眼于 GNE 肌病患者面对的一

系列日常问题——如飞机登机、坐火车旅行，还有采摘水果这样简单的事情。Yuriko 是敏锐的旅

行者，并将自己的很多空闲时间用于倡导为神经肌肉疾病患者建立无障碍的环境——不仅是在日

本，而且是全世界。下面 Yuriko 将分享她的经历和她正从事的精彩工作。 

当我 20 岁 左右，我开始感觉到我的腿部有些异常变化。那是在 2002 年，那时我是一名大四学

生。当时我被诊断为患上有镶边空泡的远端肌病（如今也称为 GNE 肌病）。在确诊之前，我总是

为我所感觉到的腿部变化责备自己。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懒惰——尽管我进行了游泳、遛狗和爬楼

梯等活动。老实说，在确诊之后我如释重负，因为医生向我解释，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2005 年，就在我 25 岁生日前，我去看了我的主治医生，与其讨论我

的家庭计划和肌肉无力的进展。我了解到 GNE 肌病是一种隐性遗传

病，而我的孩子有非常小的机会患上此病，因为这是一种“常染色体

隐性”疾病。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如此，这会是一个天文现象。我的

医生告诉我，由于这一疾病，随着病情在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进展，生

育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我男友和我决定结婚并生孩子，这宜早不

宜迟。第二年，我的儿子 Eiichi 出生。虽然抚养大我的儿子充满挑

战，但我真的很高兴能够这样做，这多亏了其他人的帮助。我相信，

如果我不忘记对他人的感谢并且保持开朗，我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2015 年夏威夷海滩，我的儿子 Eiichi 和我。 

建立 PADM 
PADM (www.npopadm.com) 作为非营利性组织，于 

2008 年 4 月 1 日由患者成立——而一直到 9 年后的今

天，我们已拥有  128 名成员（所有人都是患者）。

PADM 主要是在我们开始听到 GNE 肌病治疗研究的好

消息时创立的，因为在此之前对于我的疾病，没有任何

可能的化合物治疗方法或药物。几个日本组织在这个时

候决定集结起来，组成一个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的组织

——PADM。PADM 的主要目标是成为“未来”的希望—

—在当前影响 GNE 肌病患者的一系列广泛问题上（例

如，与无障碍相关的实际信息，以满足残障人士的日常

生活需要）与行业和政府合作。还有他们可能将来面临

的问题（获得将来的任何药物，建立罕见疾病网络）。

在我的祖国日本，顶尖神经学家 Ichizo Nishino 博士一

直在领导 GNE 肌病研究，并一直处于此疾病的相关药

物开发的最前沿。知道人们正在努力寻找我们的疾病的

治愈方法让我有了可以期待的事情。 
 

 

成就 
 
我们在过去的 9 年一直在努力，并为我们的成就感到自豪。
其中一项成就是， 2009 年  8 月  14 日，制药公司 
Nobelphama Co., Ltd. 从  NEDO （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收到拨
款，从而得以开始开发用于实际应用的 DMRV（GNE 肌病
在日本的别称）治疗药物。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Inc. 
和 Nobelphama Co., Ltd. 当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正是这一拨款
的结果。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还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
我们的存在，这要归功于媒体对我们的事业的报道。我们很
高兴制药公司对生产 GNE 肌病治疗药物的可能性表现出兴
趣，但这仅仅是众多工作的第一步。 
 
 

活动 

目前，在日本有 300 名患者确诊为患有 GNE 肌病。我们的
疾病是一种罕见疾病，这意味着在世界上只有少数人罹患此
病，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复杂和昂贵。作为患者，我们认为
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种状况，至少是对远端肌病。
除了向公众征集签名来支持我们的事业，我们还召开了专题
讨论会、会议和圆桌会议。自 2008 年 4 月起，我们一直在
开展活动，到 2014 年 5 月，我们已经征集了 204 万个签
名。该签名请愿书已提交给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多位现任部
长。作为结果，远端肌病在 2015 年在日本登记为指定罕见
疾病。PADM 正在为临床研究和治疗开发提供支持。我们正
在努力改变这一领域，并希望与其他团体和组织合作，因为
我们结合在一起将变得更强大，从而能够找到治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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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riko Oda——我迄今为止的旅程（续） 

下一步 
PADM 希望为 GNE 肌病患者，以及所有其他类型的患者

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将继续开展活动，并且很幸运已经

实现了我们的一些目标。如果我们（患者）能够服药，我

认为这将不仅为 DMRV 带来希望，也会为其他罕见疾

病，以及所有病患者带来希望。医学专家正在取得显著进

步，研究人员将研发出治疗方法。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可以

改变罕见疾病系统，因此我们强烈希望实施可以提高意识

和促进科学突破的活动。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继续警惕地

努力改变医疗系统以及相关法律，并希望这场运动将像流

动的河流一样生生不息。我们强烈希望科学家将帮助我们

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治疗，并希望这将帮助我们克服战胜疾

病。 

PADM 在  2015 年举行的谷歌影响力挑战赛（Google 

Impact Challenge）获得了特等奖，此奖项的目的是奖励

想要改变世界并理性地藐视不可能的创业团队。我去年也

在 肯 尼 亚 参 加 了 第 六 届 全 球 创 业 峰 会 （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Summit），奥巴马总统也出席了该活

动。 

 
进展 
 

4.5 厘米或 1.8 英寸——你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吗？

这是当我用轮椅出行时，我无法独立跨过的台阶高度。

10 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健康人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

有一天要面对坐轮椅的不便。仅在日本，就有超过 200 万

轮椅使用者，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外部世界缺乏轮椅

无障碍环境，这些人基本上只能困在家中。即使在自己的

家中，许多人也被困在更小的起居区。前往一个未知的地

方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精心策划，而更重要的是勇气。

处理这个问题的其中一种方法是创建互动地图，让轮椅使

用者清楚地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环境。这将使我们能够

分享自己的经验，并创建虚拟指路牌，使我们能够探索外

面的世界。这对轮椅使用者、带婴儿的母亲、步行器使用

者和老年人而言是十分实用的详细信息。 

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无法自己外

出。我们希望与想要创造更美好

世界的全球不同群体合作。请支

持 无 障 碍 地 图 项 目  

(www.b-free.org/english/)。它将

为我们消除大大小小的各种障

碍。我们曾参与 NHK 世界播出

的 “Women of Vision”（最具远见

女性）系列剧。该视频为英文。

4.5 厘米对你来说可能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但它对轮椅使用者

来说意味着全世界。 

与 Nobelpharma. 董事长 Shiomura 先生，他的同事 Nishino 博士以及一些 PADM 成员合影 

感受 
我在 22 岁时被确诊为患有 GNE 肌病。这是一个令人沮

丧的消息，但我已经学会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事情，我要

充分享受生活，保持快乐，因为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在

电动轮椅中生活有时候真的很艰难。我的肌肉变得越来

越弱。现在，没有电动轮椅我就无法走动。我下定决

心，我将挑战所有困难，我坚信快乐的人能够通过自己

的生活为他人做贡献。我加入了 TREAT- NMD 执行委员

会，因为我坚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帮助促进和支

持新的治疗方法的开发，而这将造福神经肌肉疾病的患

者。 

2015 年，我丈夫和我在我的大学为

我的第二本书拍摄照片 

感谢阅读我的故事。 
 
Yuriko、Yoichi 和 Eiichi。 

如果您想在下一期 GNEM-DMP 通讯中分享您的故事，请联系登记库管理者：HIBM@treat-nm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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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朋友的婚礼派对上与我的家人合

影，2013 年 在东京与 Ultragenyx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Emil Kakkis 博士以及 PADM 成员合影，

2014 年 

全球影响力挑战赛 

http://www.b-free.org/english/)
http://www3.nhk.or.jp/nhkworld/en/news/editors/18/20160422/
mailto:HIBM@treat-nmd.eu

